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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群簡介 

（一）族群概述1 

「布農」在該族語裡有「人」之意，也有指稱「未離巢的蜂」、「雞蛋己孵化，

未出殼之雛雞」以及「眼球」之意。 

布農族廣泛分布於台灣本島中央山脈中心地帶，也就是南投縣埔里鎮一線以

南到高雄南境，東面則以花東縱谷為界。行政區域分布有南投縣仁愛、信義，高

雄縣桃源、三民，台東縣海端、延平、金峰等鄉鎮，其居住地海拔大都在一千至

一千五百公尺之高山上，是台灣原住民族群居住地海拔最高的一族。 

依據該族的氏族關係與起源系統，一般分為巒社群、卡社群、丹社群、卓社

群、以及郡社群等五群。據傳說，布農族最早的居地在西部平原。另外，布農族

早期據地在玉山以北、中央山脈以西之丹大溪及郡大溪流域，近代才向東部和南

部移住，因而有「北布農」與「南布農」之分。 

 

（二）地理分布 

布農族各社群分布甚廣，依據楊翎2之調查，各社群之分布位置整理如下： 

1. 巒社群 

居住於南投縣信義鄉濁水溪支流-巒大溪沿岸及花蓮縣卓溪鄉境內的秀姑巒

溪上游-太平溪、拉庫拉庫溪、清水溪流域的山地，分布跨於中央山脈東西兩側。

在信義鄉境內原依利特社、婆克拉布社、巴拉哥散社的一部分、龍開坂社、科頓

社等與郡社群之伊巴荷社及郡大社的一部分形成信義鄉明德村﹔又原皮西提安

社之一部分與卡特克蘭社合併形成信義鄉望美村﹔原巒大社及皮西提波安社的

一部分合併成為信義鄉人和村﹔原希公社、巴拉哥散社的一部分與卡社群的蘭倫

社合併成為信義鄉雙龍村。在花蓮鄉境內原那母岸社與清水、卓麓兩社合併成卓

溪鄉卓清村。 

2. 丹社群 

分布於濁水溪支流丹大溪沿岸的山地，主要部落有原丹大社、泰爾散社、卡

內特灣社，現與卡社群之原巴克拉斯社合併成信義鄉地利村。 

3. 卡社群 

分布於南投縣信義鄉卡社溪沿岸及仁愛鄉濁水溪流域的山地。原仁愛鄉境的

                                                 
1 關華山等，2003《部落家屋再生-布農族居住文化之研發與傳承》，頁 24。 
2 楊翎，1995《重修台灣省通志卷三住民同冑篇》，頁 44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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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坑社今為仁愛鄉中正村﹔原塔馬羅鞍社與蕨社合併成信義鄉地利村﹔原卡

社、加利摩安社、阿魯散社合併成信義鄉潭南村。 

4. 卓社群 

分布於南投縣仁愛鄉濁水溪上游沿岸的山地。其居地與泰雅族的賽德克亞族

為界，位於布農族的最北部。本族在光復前的部落干卓萬社，現與武界社合併成

仁愛鄉法治村﹔原卓社、巴拉巴南社的一部，於民國二十七年向南投縣信義鄉移

住，現與郡社群的原海拉羅社、由高雄縣桃源鄉桃源村雁爾社移來的郡社群、屬

於鄒族阿里山群的原久美社、與原巒社群的望鄉社等合併成信義鄉望美村。 

5. 郡社群 

分布於南投縣信義鄉郡大溪及陳有蘭溪的沿岸山地﹔高雄縣三民、桃源二鄉

在信義鄉境者，有原東埔社現為信義鄉東埔村，原東埔社的一部分成同富村，另

一部分與卡社群的塔馬羅灣合併成神木村。在高雄縣茂林鄉境的原萬斗籠社，現

為萬山村﹔桃源鄉境的他馬荷社今改稱建山村﹔原比蘭社與鄒族四社群合成高

中村﹔原雁爾社與鄒族四社群併成桃源村，其一部分約五十人於民國二十七年移

住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原比比由社，現為復興村﹔原拉婆蘭社，現為梅蘭村﹔

原六龜士社，現為樟山村﹔原馬士娃兒社現三民鄉境的原紅蕃仔社現為民族村。 

另外，過去有一蘭社群，原居住於玉山，後遷至荖濃溪岸及楠梓仙溪東岸居 

住。傳說因染上了天花，人口驟然減少，而歸化於鄰近的鄒族部落。 

二、文化特徵 

（一）社會結構 

1.家族組織3 

布農族的家族可視為氏族組織的基層單位，其基本性質是父系繼嗣、父長

制、父系繼承、從父居制、大家族制。一個家庭以長男承家，長男死時則由次男

繼承，家長之職至死始除，並不因老邁疾病而退休。家族構成份子通常由兩世代

以上之父系親屬份子及其配偶組成。一個家族以住居於同一家屋，使用同一穀

倉，在同一爐灶上炊餐，共同工作與享用為一般特質。典型的大家族常有三世代

以上之親屬三、四十人以上，同住於一大家屋內。 

2.氏族組織4 

布農族行父系氏族制，保持氏族組織的傳統分組原則甚為完整，各社群經過

多次遷徙而分散，其原部落的群名實際已代表族群內之亞群，但氏族的單位、名

                                                 
3 關華山等，2003《部落家屋再生-布農族居住文化之研發與傳承》，頁 24。 
4 楊翎，1995《重修台灣省通志卷三住民同冑篇》，頁 44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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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組織系統與社會功能，始終保持不墜。可分為三級單位，每個部落又分為幾

個聯族，聯族包含數個氏族，氏族又可分為亞氏族，亞氏族之下則是無系名的父

系世系群家族。 

布農族的氏族功能除外婚法則以外，仍以其社會連帶關係與象徵性社會行為

為其基本特質。如聯族為共食祭粟、互用獵場、共行祭儀的單位。氏族為共有獵

場、共食獵肉、共守喪忌、共負法律責任之單位。亞氏族為更緊密的社會單位，

為共有耕地、共同耕作、共行祖靈祭、共戴氏族長老與母族禁婚的單位。 

3.部落制度5 

布農族的部落為一自治單位，居民共戴一位部落首長。他是經部落會議，從

各戶長老中選出。以經驗、才能為選取標準，無門閥制度，一經選出即為終身職。

首長之下有副首長。首長為部落習慣之守護者、部落會議之召集人與主席。一切

重要事務，經部落會議決定後，交由首長指導執行。部落會議之成員為各亞氏族

之長老與各家家長。 

惟關於戰爭及部落防衛事務，則聽命於軍事領袖。軍事領袖係由作戰有功勳

者選出，亦為終身職。他在戰時為最高指揮者，平時則為集會所之領袖，故集會

所與軍事領袖之家屋相連，又與敵首祭之有關事務相連。 

4.法律組織6 

布農族的法律制度特質如下： 

(1) 施行法律時，常採取集體負責的方式。當一個人犯了罪，整個氏族裏的 

   人都必須負起罪責，共同付清賠償財物﹔被害者本人或其本人家屬得到 

賠償財物後，亦由親族團體的全體份子共同享用。 

(2) 對犯罪之處罰條例完備。刑法有斷髮、灌辣椒水、杖刑、割唇、宮刑、 

    流刑以及死刑等。 

(3) 在法律裁判外，加以巫術、宗教及道德的裁判。故一般行為過失常受散漫 

的裁判以及消極的組織裁判。犯禁忌與禳祓是巫術、宗教的裁判﹔嘲笑與 

輕視是道德的裁判﹔其他法律制裁則為法律的裁判。 

(4) 對罪犯的制裁只問犯罪的理由是否正當，以及犯罪次數的多寡來量刑，並 

不十分重視故犯或誤犯的區別。布農族的法律只用以保障本社群人，群外 

人是法外之人，法律不予保障。偷竊群外人的東西、殺群外人等皆不犯法。 

(5) 犬在法律中特別受到重視。殺人之犬，不但要賠償財物並要舉行禳祓儀 

式，此與布農環境經濟生活有關。 

                                                 
5 關華山等，2003《部落家屋再生》，頁 54。 
6 楊翎，1995《重修台灣省通志卷三住民同冑篇》，頁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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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祭儀文化7 

布農族的祭儀頻繁，甚至年有一百日以上，最少七十餘日，最多一百三十餘

日，依亞群、村社而異。一年有祭儀的月份占八個以上。往昔該族的五群各成一

祭團，有世襲的司祭，出自一定氏族駐在大社。該族缺少政治地緣組織，偏賴祭

團統轄全域的農作活動，後因不斷遷移發展，與小社距離漸遠﹔由於交通受阻及

耕地高度、地形差異、氣溫變化、農作時間發生差異，所以導致祭團的分裂，分

出之小社因而從大社司祭同一氏族內，選出自己的司祭，別立祭團。往昔，祭前

一日司祭在大社烽臺石傍舉烽火為號，宣告「明天行祭」，由最近的小社傳及最

遠者。 

傳統之歲時祭儀簡述如後： 

1.「冬」月之祭 

在太陽曆十月，新月釀酒，第三日行敵首祭及獵祭。第五日解食糖食蜜之

禁；初用新粟搗而作麻糬。第六日各家男子均赴自家祭田，裂開漆木一端，挾以

茅莖五片插於該田之中央，咒日：「異族村落之作物均來我方」，此為祈年祭。此

祭為家祭，司祭由家族中男性任之。 

2.「開墾」日儀式 

在太陽曆十一月，本月歲事為開墾，各家為此忙碌。又在此月行農具的製

作、修補工作。前年有孩子誕生之家，任選本月中之任何一日，行孩子首次過年

禮。 

3.「追走」月儀式 

在太陽曆十二月，由新月至滿月的四日間，舉行採薪儀式。舉家赴山採伐

櫟、柯等木材，惟禁伐其枯枝。由此日起，四日間社眾分為數組，每日驅馳郊野，

象徵驅逐田地的惡精靈，月名由來於此。此四日間，婦女禁止織布，惟觸麻絲則

不禁，第一日禁食薯。 

4.「作田」月儀式 

在太陽曆閏十二月，由新月至滿月的四日間專行採薪，因收穫時忙於運粟

回家，將無暇赴山採薪，以備此年嘗新時用之。第一日入山伐薪，此日禁食薯。

第二、第三日及第四日上午，由山上運木材回家堆置於前庭，第四日下午再積之

於薪舍中。 

5.「播種」月儀式 

在太陽曆一月，新月釀酒，隨後行祭田播種祭儀。第一日作甜酒，第二日

                                                 
7 楊翎，1995《重修台灣省通志卷三住民同冑篇》，頁 472-481。 



6 

行祭田播種，預先採伐最接近社地處的各家田地，以當作祭田。祭田播種屬象徵

性行為，故任何地均可用，但因赴祭田途上有許多煩瑣禁忌，故多數均規避過長

的行路，甚至設祭田於其庭前。祭田播種祭儀經此等休日後完畢，次日起作實際

的田上播種。主要目的在於祈求作物結實纍纍、豐收。 

6.「真正播種」月 

在太陽曆二月，本月忙於播種，無任何儀禮。 

7.「除草」月儀式 

在太陽曆三月，望月釀酒。將豬毛挾於茅莖端，插之於粟株根處，象徵與

粟相約，豐收時將殺豬供薦之意。另將茅草一根，在粟株上揮動，祈求作物生長

狀況良好。歸途中將此根茅草插於水源地汲水處。繼續行此儀三日，至第八日，

日沒前自田歸家，即將家中在播種祭時貯積的爐灰擲出窗外。此灰在次日再由前

庭運出棄於外面。經第十日「忌爐灰之休日」後，除草祭方告結束。 

8.「祓禳」月儀式 

在太陽曆四月，望日釀酒，第四日早晨，各戶派一男赴水源地汲水一瓢，

另外派一男採 ļanļisun 草多根。家人齊集前庭，每人取該草兩根，各持瓢分取汲

來的清水，將草浸其中，持之從額部向胸部撫摸，祈求遠離疾病。祝畢，男子復

將槍口朝向獵場，由槍尾至槍口拂拭數次，祈求獵穫豐收。後將草與水一併棄於

外面。另派一女採 xaiļutan 草揮拂狗、豬身上，祈求生育很多幼犬，遠離疾病，

次日稱「忌用已行祓禳過之鎗之休日」，禁用鎗。 

9.「射耳」祭儀8 

在太陽曆五月，起先由老頭目帶領小孩，在距離約 1 公尺半的地方，射鹿耳

及獐耳。小孩射完，大人隨之任意射耳，距離約 70 公尺，活動直到天亮才停止。

到下午開始唸咒語 piftako，促使「好運」、「成功」、「勝利」、「豐足」到來。平日

或某些祭典時期，布農族的小孩與青年常以會所為中心，接受軍事訓練。八歲到

十六歲的兒童平常無事時，常到會所旁邊的斜坡上，以石滾下，從而引弓射它，

以練習射擊的技術。 

10.「收穫」月儀式 

在太陽曆六月，下弦月釀酒，第四日舉行收穫祭儀，先卦祭田擇其與結實

碩大的粟株相鄰並植者兩根，閉目而徐徐拔起，置於田土，再拔除其近鄰者，反

覆三次共六根，用 boxoļu 葉或茅葉併縛之再置於地上。繼續卸下所佩祭具，左

手握串繩而不動，右手握數個骨片上下振動之，使骨片相擊作聲，而向 kait-butan
以豬骨祭拜祈求作物豐收。祝畢，將祭具置於初割粟束傍，舉兩手唱，於是收割

                                                 
8 關華山等，2003《部落家屋再生》，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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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儀告成。 

11.「孩兒誕生禮」月祭儀 

在太陽曆七月，只有去年兒童誕生禮後新生孩兒的家裏舉行此祭儀。雖去

年在孩兒誕生禮前生子，已行過誕生禮，然於此年開墾月，未行孩兒初過年禮者，

亦必在此月再行一次誕生禮，然後該兒始可食聖粟。 

12.「收倉」月儀式 

在太陽曆八月，嘗新祭儀後約一星期舉行收倉祭，祭期中禁食甜鹹薯菜之

類。家中男人捉豬一頭運入屋內，用竹刀殺豬，徐徐刺之，任豬苦痛之餘四肢掙

扎。將豬血塗於粟倉四柱及圍板之上並飲食酒肉。第五日，司祭將昨日所屠的豬，

採其下顎骨、耳、蹄趾繫於收穫祭具上或予以改製。繫豬骨於祭具時不唱祝咒，

惟必須謹慎從事。新粟入倉後，舊粟倉盡時，復取出食用。新粟初次出倉時，須

舉行與入倉祭儀相同的祭儀，惟不殺豬，所釀的酒亦僅少量。 

13.「paik-ļaban」月儀式 

在太陽曆九月，其年倘因收割開始較晚，上月未及行收倉祭儀時，在此月

行入倉祭儀。收倉祭儀在上月已完畢，則此月自然無祭儀。新粟出倉祭儀則甚有

可能落在此月中。 

（三）物質文化 

1. 飲食9 

（1） 日常飲食：布農族以粟與藷芋為主食，旱稻、黍、粃、玉蜀黍次之。

以野菜、獵肉為副食，魚、蝦等亦偶而食之。所飼育之豬、雞僅限於

祭儀時始宰殺之。早餐以粟飯、黍飯、甘藷為常食。晨忙時在田間進

食午餐，以甘藷或里芋為常食。晚餐以野菜加鹽的粟粥為常食。出獵

或遠行者，則攜帶粟糕或米糕為乾糧。平時極少進用副食，僅以辣椒

調以鹽水佐餐，偶而以肉乾或豆類加鹽煮湯為副食，如有獵獲或漁

獲，則釀酒煮肉請親友共食，進食不用箸，以手抓食。 

（2） 飲宴食物：在祭日或生育、結婚、開墾、建屋時，必宰豬、釀酒、製

糕，邀約親族宴飲。糕、酒皆以糯粟為上品。糕先蒸成硬塊，傾於臼

中搗製。豬肉以煮食為常，肉湯加鹽為副食。 

（3） 飲食禁忌：平時不食穿山甲、青蛙；獵肉禁食其頭、尾、足、耳。 

（4） 嗜物：僅煙與酒兩種，男女成人皆嗜之，但兒童與未婚少女禁止飲用。 

                                                 
9 楊翎，1995《重修台灣省通志卷三住民同冑篇》，頁 49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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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衣飾 

（1） 衣服：男子衣服早期以皮製為主，現在多為麻布。種類包含皮帽、胸

袋、鹿皮背心、皮披肩、皮套袖、皮套褲、腰帶、長背心、腹袋、皮

鞋。女子衣服包括纏頭罩巾、胸布、短上衣、長裙、護腳布、腰帶。

男童僅有半長背心一件，女童則著半長衣一件，以帶結於腰際。老人

老婦服飾與男女成人無異，僅簡易不加華飾而已。 

（2） 飾物：男子有頭飾、額飾、耳飾、頸飾、腕飾。女子飾物有額帶、耳

墜、頸飾、腕飾。 

（3） 身體毀飾 

a. 拔毛：成人男女皆有拔除體毛習慣，額毛、面毛、腋毛、體毛皆拔

除之。男女青年皆修細眉毛，男子用竹鑷子，女子則用細麻線為拔

毛工具。 

b. 穿耳：男女皆在生後數日內，由其父母用橘子樹的尖刺在耳後穿線， 

以備長成後掛耳飾之用。 

c. 拔齒：男女在十二、三歲時，由其尊長拔去門齒左右之上下犬齒各

二個，共四顆牙齒。拔齒方法令被拔者蹲踞於地上，頭部上揚，一

人自後按其兩肩。行手術者右手持齒具，長六七寸之橫木棒一根，

以長尺許的麻線一根，固結於木棒的兩端成半環狀，以其中央部纏

掛於欲拔的齒冠腰部，用力向上拔出。拔出後以食鹽一撮加於齒根

處以止血。數日不食硬食及紅豆，飲粟粥以養傷。 

d. 髮式﹕男女於少年時留童髮。自頭頂向頭周垂下，四周剪齊、前髮

髮覆額，兩側蓋耳輪的上半部。男子自青年期、女子自青春期即留

長髮。男子自壯年期，自頭頂中央部分分髮，而束於後。女子自待

嫁期用頭巾捲髮於頂上。 

3. 工藝10 

器具：布農族傳統器具工藝表現水準與其北鄰的泰雅族及南鄰的鄒族相似，

茲依其器具原料分述如下： 

（1） 木工：刳木工，其製成器具有木臼、木桶、蒸桶、飼盆等；砍削木工，

其製成器具有木杵、木柄、木鈎、木枕、木櫈等。 

（2） 竹工：用竹管製者有竹桶、竹杯、煙斗等；用竹篦編成有竹棚、竹篦、

竹扉等；細竹則製成竹笛、竹箭桿、煙管等。 

                                                 
10 楊翎，1995《重修台灣省通志卷三住民同冑篇》，頁 49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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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瓢工：以瓢殼製成若干不同的器皿，如瓢壺、瓢杯、水瓢等。 

（4） 籐竹編籃：以竹竿籐條為骨架、以竹篾籐皮為編條，其編成器具有背

簍、穀簍、飯盒、圓箕、簍筐、飯篷等。其編紋漏孔者以六角紋為主；

密編者以人字紋與十字紋為主。 

（5） 結網工藝：屬男性工作，以麻繩或麻線為材料，織成網袋、漁網等。

網袋用手結法結成長方形後，再結邊成為方袋；漁網有手結與中心結

兩法，前者用於拋網，後者用於戽網。 

（6） 織蓆：屬女性工作，以月桃草為原料，將月桃草晒乾後壓平，織成十

字紋的坐蓆或床蓆。 

（7） 衣料 

a. 揉皮：為男子的工作。以鹿皮、羌皮、山羊皮為主要材料。製皮之

技術程序如下： 

(a) 剝皮 

(b) 洗皮 

(c) 浸皮三天 

(d) 張皮晒乾 

(e) 刮皮：用小刀將裡皮面的脂肉刮淨，製革者將正面的毛剃光。 

(f) 揉皮：以煮熟的花生仁傾於皮上包之，用手揉腳踏使花生脂油

進入毛孔中，令皮柔軟。 

(g) 拉皮：兩人各持皮的一端，搭在木軸下往返拉數十次，皮便平

直可用。 

b. 紡織：紡織為女性的工作，以苧麻為原料，紡織的技術程序為剝麻、

洗麻、搓線、合線、架線、煮線、纏線團、架經線、上機、織布。

自剝麻至合線之工作，全用口、雙手與腿，不用器具。架線用架線

板，架經線以兩橫軸架於四木柱上為支。織機零件由二片夾線板、

二根卷線軸、一個梭軸二、二個提線軸、一片打板、二個隔線軸及

一片腰帶合成。織條為直條人字紋，普通以白線為底，兩邊有紅色

邊紋兩條；常在中央與兩邊加織色線帶形條紋，喜用紅、黃、紫或

黃黑三色配合。 

（8） 飲食 

a. 釀酒，屬女性的工作，以糯粟或糯米為原料，以藜實為發酵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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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程序如下﹕以粟米洗淨，浸以水，翌日傾入蒸桶內，蒸之成硬

飯，和以藜實為發酵，有時以酒糟混合發酵。放入酒桶中，桶口覆

以芋葉後，置於火爐邊三日後即可開飲。 

b. 榨油，以飼豬或小豬的脂油置於鐵鍋中加水煮之，至水被蒸發後即   
成油。 

c. 醃肉，以鮮肉用草葉包之，埋在土中，以肉放在鹽水或以醃肉再加

燻製。 

4. 居住11 

布農族的村落分布於險峻的山腹或臺地。建築材料有板岩、木材、茅草及

籐皮數種。北部諸族以板岩為主要材料，以板石砌牆、蓋頂、鋪地。僅樑柱採用

木材。中部及南部僅以板岩鋪地、以木板為牆、茅草蓋頂。房屋為雙坡屋頂、長

方形平地家屋，屋基為方形，前半部留為庭院，後半部用以蓋屋。屋頂為雙坡式，

前後繞以低牆，兩側砌牆成五角形。穀倉置於室內或為房屋建築的一部。喜聚族

而居，故每家房屋內常分為若干床屋，每床屋住一對夫婦及其子女。 

（四）風俗習慣12 

1.喪葬 

布農族的喪葬為室內葬。若死者在生前沒有欺侮過人，或者偷過東西，則埋

於室內；反之則埋於室外。挖掘墓穴，由同氏族的人來做，墓穴為一方形的洞，

長寬約一米二到一米五，深一公尺半，四壁及底均由方形大石板砌成。下葬時屍

體的頭須朝向太陽落下去的地方，但依通志及黃應貴所述，男性面向東，女性面

向西。最後在墓穴頂上蓋一塊石板，然後殉葬品放在石板上，再於其上填土。屍

體埋葬後，普通都不祭祀，或者去翻動墳墓。喪忌中不食酒肉，不掃除家屋，不

洗身體。 

橫死的人多就其所死之地的附近，找一個地方埋葬，如果找不到石板時，隨

便挖一個洞，將屍體屈肢縛好，臉朝東方放入洞口。但是有人在屋裏被人凶殺，

則此屋以後棄而不用。屍體由凶手的父兄背負，遠離凶宅，在野外埋葬死者。如

是嬰兒子孩，埋於爐灶下。 

2.出草 

部落決定出草時，動員組織就緒後，前一晚大家集合在會所中，由隊長作夢

卜，得夢吉，則於清晨出發。出草完返社時，「首先提敵首至出草領袖家門外，

做首次的歌舞祭儀，而後將敵首拿到會所入口的地板上，大家便解散。」次日便
                                                 
11 楊翎，1995《重修台灣省通志卷三住民同冑篇》，頁 491。 
12 關華山等，2003《部落家屋再生-布農族居住文化之研發與傳承》，頁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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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所舉行敵首祭儀。 

出草回來祭敵首的儀式，在屋外屋內都有相當多儀節。不過最終敵首除了置

於部落特有的頭骨架上或會所內之頭骨架，多置於馘首者或頭目家住屋外。有在

簷下的，有的門前正中央處，或屋後的頭骨架。僅卓社群先置於屋前的頭骨架，

三年後移入屋內粟堆旁，也有放在粟倉後牆隱密處。卡社群也是三年後搬入屋

內，吊在粟倉邊牆上。在卡社的例子裏，剝皮肉就在會所裏左方的人頭架前，此

處還有爐火，上置陶壺，供煮頭骨。另外，並設有一石桌，專於剝製頭骨時，放

置頭骨之用。 

3.打獵 

當部落青年要上山狩獵時，出發的前一天晚上，獵人們宿於會所以作夢占，

出發那天早晨，由土帥率領眾人，在會所內舉行撒祭。男人出獵時，家屋頓時成

為禁忌之地（巒社群人倫社）。家人不清掃室內外，不洗澡、洗衣，不吃橘子、

韭菜、大蒜，不織布，不焚燒衣褲、亞麻，不讓自家大姑娘進別人家，但可帶回

自家的媳婦。 

4.疾病 

家內有人生病，夢巫被請來趕鬼或殺鬼，所用的法器包括豬肉或雞肉串、爐

灰、茅結、佩刀，巫師在病人臥房及整個房子到處趕鬼，再趕到屋外，至社郊才

結束。 

其實每年六月的祓除節，也要趕鬼出屋外，此日家中人須全部離屋，由老人

拿了水瓢，往社旁泉水急流之處盛滿水，然後再拿一大把的 lanlisun 草，用此種

臭草沾水，遍灑全屋，邊灑邊禱詞。最後老人持草至山坡處復禱，而後棄草。此

時家人已在泉水處等候老人，用一大瓢盛泉水，全家人脫衣，以草沾水灑身，完

後返家，倒去家中所存舊水換新水。祓除完畢，大家盡情歡樂五天。 

三、住居文化 

（一）聚落空間13 

原住民聚落或部落為一地域單位。布農族的聚落是以散村而非集村形式呈

現，以致「部落」的界範不易分辨，必須另有依準來判別。政治、軍事上共攻共

守是必要的；宗教祭儀的同一時序也是其一。尤其共同舉行的打耳祭，有祭司算

好人數，發給每一位與祭者一粒玉米的儀節，就確立了部落的成員，同時成員的

獵場與所有田地（包括輪耕休耕區域）也就成了部落的範圍。當然，這些界範也

要依據地理地形之水流水系、山脊為主要界線。而區內則需足夠之耕地、水源，

獵場在外圍與後山，以供應區內之部落家戶營生。以前布農族的五群各成一祭

                                                 
14 關華山等，2003《部落家屋再生-布農族居住文化之研發與傳承》，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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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有世襲司祭，出自一定氏族，駐在大社，小社就在附近。布農族的社缺少政

治地緣組織，偏賴祭團統轄全群農作活動之程序。祭前一日司祭在大社烽台石

旁，舉烽火為號，大呼宣告，小社民望見烽火，即及時返大社，共同舉祭。後因

不斷遷移發展，小社距離漸遠，交通受阻以及農時偏差，招致祭團分裂。 

至於在原住民各族群當中，為什麼布農族與泰雅族以散村分布於高山，而其

他族群均以集村形式聚居？依學者關華山的看法是，這恐怕與二族所處的高海拔

地理環境有關，他們生活的高山可達 2000 公尺高。布農族從 100 公尺到 2000
公尺，但也有 67﹪之部落分布在 1000~2000 公尺之間，可說是原住民棲息地平

均高度最高的一族。或許因為高海拔的山地水源較少，適耕地較分散，而獵物也

較稀少，為了取得適宜之自然資源，散村形式較能達到目的。另外，又由於高山

地區，他族群之競爭對手較少，促使他們膽敢散居。 

另一項有關聚落有趣的事情是，佐山融吉曾將布農族各支群所屬大小社名之

文意都列舉出來，由其中可以歸納出這些社取名的方式，有依各地所獨具的植物

（山椒、梧桐、枇杷、樹林、產香蕉、多木堅樹、茅草、茄檀林、木篦、竹子）、

地形地貌（漩渦、斷崖、山頂、河邊、望渡、地凹、地泉、凹地、平地、滑、石

灰多、道路險惡、凸出處、荒涼處、產石之地、通地洞口）、動物（紅蟻多、蝸

牛多、溪多蟹、四隻鹿、蜂窩）、人名（祖先名）（michikowan、palobo、iboha、

palokaun、bulabanan）、以狩獵種植等活動、事件命名（獲搗石、得獸角、遺失

火藥處、烽火處、射中鹿腳、撒粟粒、鬼魂之地（清人殺很多蕃人）、船（石印

化蕃在此造舟。鹿專吃溫泉“礦澤”）、最後一類是各支群的「大社」（asanlaiga），

僅有一個稱為 umeasan 意思是永久之居地。 

由上可知各種命名方式還是以自然界的元素為多，其中又以地形地貌最多，

其次植物，再其次才是動物，人名最少。而狩獵或農作活動事件也佔相當比例。 

（二）建築類型14 

布農傳統建築類型包含了家屋與會所，家屋之組成包含了主屋、附屬屋、工

作屋、儲藏室與牲畜舍；而會所則為有文獻明確記載其平面與立面外觀，但多與

頭骨架有關。 

1.會所：布農族的傳統部落有會所，但自日人調查時並沒有記錄到實例，有 

關會所之記載整理如下： 

依黃應貴稱布農族人居住的區域其中在中部的原始住地因為「感受到人口過

多土地不夠的壓力，為保護及對抗鄰近聚落與異族的侵奪…，甚至有類似青年會

所的軍事組織出現。」 

依佐山融吉關於出草習俗的記載，東埔社並沒有會所式的頭骨架，只有兩座

                                                 
14 關華山等，2003《部落家屋再生-布農族居住文化之研發與傳承》，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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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頂的高五、六尺，寬約 12 尺的方形頭骨架。 

丘其謙(1966)於《布農族卡社群的社會組織》中提到：「卡社群人雖有三個

政治中心，然而卻祇有兩個部落會所，一在阿魯散社，一在尬尼多安社。部落會

所，他們稱為 Odinunan，在阿魯散社的會所，長約 12 公尺，寬約 15 公尺。牆

壁及屋頂皆用石板疊起來，牆上多口，開會時可自內部注視外面的動靜。屋之左

壁及後壁各有三架，以放頭骨，人頭架的上面及旁邊，有插入牆內的木棍，上面

放置獸骨。頭骨及獸骨放在會所的左後壁，此處牆壁插有許多短棍，其上放木板，

成一層層木架，每架各排 20 個人頭，口朝外，山豬及少許山羊的下顎骨則掛於

頭骨之左，亦以木插入壁中，每格掛 30 個獸骨，此外，沾滿獸毛的密糖塊 ago，

亦放在後壁上。他們出去作戰或獵到的頭骨，都將之放在部落會所裏；而部落中

人狩獵得到山豬時，每人每年都要送一個豬下顎骨到會所中來」。 

在頭目幸金成 16 歲時（50 年前），據云部落會所裏有人頭 260 個，獸骨 3800
個，頭骨架的下層空著不放人頭，而放一木匣，匣內盛發火器的袋子。頭骨架前

設爐火，外出作戰、獵頭、狩獵在會所中過夜作夢占時，以此爐火燒飯。屋內靠

後壁處放大床二張，用石板做成，約一公尺高，上舖月桃 ligo 編成的席子。人字

屋頂的二側，各開天窗三個，以為光線通入之路，天黑後則用石板放在插入地內

的木頭上，上燒松枝以照明。  

有關出草的記載，各支群下的社，在丹社群與巒社群均有所謂建成屋子的「頭

骨架」。骷髏架放在一座小屋裏，外型無異於一般住屋，架子是靠在裡面與門口

相對的牆壁上，用棍數支插在牆上，上排放削圓的木棍成架子，上置頭骨。而且

在大社的不只內牆，左右兩邊側牆也設有五、六層架子。其實，這種放頭骨的屋

子還不只放人頭骨，也同時放出獵回來獲得的獸骨。相對於上述的會所，這個成

屋的骨架與之可說非常相似，學者關華山（2003）認為二者是一樣的東西，卻被

賦予不同的名稱。 

2.豬舍 16：僅以木頭或石板加蓋屋頂的構造物。 

3.雞舍 17：有的是在石牆的階梯下設一些洞讓雞躲藏，有的是用石頭建造箱 

     型的雞舍，均放在地上飼養，不似泰雅族人將雞舍置於五、六公尺的高處。 

4.家屋：如下節所述。 

（三）生活空間 18 

布農族的家屋為雙坡屋頂、平面長方形，屋基為矩形，前半部留為庭院，後

                                                 
16 佐山融吉著、余萬居譯《調查會第一部臨時台灣舊慣番族調查報告書武崙（布農）族－前篇》，

頁 177。 
17 同上 
18 關華山等，2003《部落家屋再生-布農族居住文化之研發與傳承》，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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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用以蓋屋。布農家屋之正門開於橫長前壁的中央，中柱在室內中部略靠後。

火爐設置於左側或右側牆下（一爐的情況），或左右兩側均有。爐灶上有棚架，

爐邊牆壁上有食器架。中柱以後為祭粟倉，為室內最神聖的處所。祭粟倉容納在

一個大的穀倉之內。穀倉隔壁為家長之床屋，通常在它的左邊；此外四牆角皆為

家人床板，有的床以木板互相隔開，成為通舖房，每一房住一對夫婦及未成年子

女。中央有空地一塊，平時為放置容器及食物加工器具及農獵具等之場所，遇有

酒宴時即為客室、聚飲宴會之場所。在住屋室外側牆下常搭蓋遮棚堆置柴薪，也

有案例設涼台或儲藏室，甚至工作室。庭院角落分別建有豬舍、雞舍，以板岩或

木板為壁，板岩或茅草蓋頂。 

 

 

 

 

 

 

 

 

 

圖片出處：陳世國，2001《布農的家-潭南社區文化傳承系列》，頁 25。 

（四）生活器具 

依據岡田謙 19 之整理，布農族之生活器具分類如下： 

1. 家具類：樹皮製容器、皮製容器、掛鈎、洋燈、月桃蓆子。 

2. 廚具與餐具：煮粟的鐵鍋、日式煮飯鍋、銅鍋、大小飯盒、木匙、碗、

木製舟形菜碗、陶器、粉箱、水缸、半葫蘆殼、鍋蓋、水壺、濾酒用的

簍子、菜刀、水桶。 

3. 農具、獵具與工具：籃子、杵、搬柴架、背網、小鋤、尖山、鋤鐮刀、

弓、臼、半葫蘆殼、箕、山鋤、小刀子、箭、捕動物的圈套、蕃刀、織

布機、掛絲架。 

 
                                                 
19 岡田謙著、余萬居譯，《原始家族-Bunun 族的的家庭生活》，頁 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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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籃         (張景舜攝) 背網         (張景舜攝) 

木匙        (張景舜攝) 月桃製容器   (張景舜攝) 

藤籃        (張景舜攝) 

竹籩         (張景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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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匙        (張景舜攝) 木槽        (張景舜攝) 

葫蘆水瓢    (張景舜攝) 

織布機  (史前文化博物館) 

竹籩        (張景舜攝) 

木槽        (張景舜攝)

竹筒        (張景舜攝) 

刀    (史前文化博物館) 弓、箭           (史前文化博物館)

臼、杵        (史前文化博物館)

額帶   (史前文化博物館) 

藤蓆(史前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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甑  (史前文化博物館) 

木槌     (史前文化博物館) 

吊床 (史前文化博物館) 

茅  (史前文化博物館) 竹筒(史前文化博物館)

竹籩        (史前文化博物館) 

背簍(史前文化博物館) 背簍   (史前文化博物館)

背簍           (史前文化博物館) 

籐盒 (史前文化博物館) 

籐帽        (史前文化博物館) 藤籃        (史前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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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營建過程 

布農族家屋從北至南所用的材料不盡相同，外觀上有完全使用石板為材料，

有牆壁使用木板、茅莖，有以茅莖或檜木皮做為屋頂。雖然在外觀上不同，但在

室內空間的使用上，因其生活、習俗、觀念的統一，使得家屋的空間形式極為相

似。在此依據衛惠林（1966：171）與陳世國（2001）之文獻，介紹布農族家屋

的興建程序。 

1. 卜地、選定一地基後，砍除一方形範圈內之草，以為標記。 

2. 夢卜，夢吉則作決定，否則易地再卜。 

3. 搜集材料： 

(1)木質材料：適合樑柱的樹種有樟樹、茄苳、台灣赤楊、長尾考、紅楠、               
筆筒樹、山黃麻、合歡、木麻黃、苦楝樹、九芎；另外還有用紅檜、扁

柏的樹皮作為屋面的材料。 

(2)石板材料：至具有板岩分布之地，擷取質地良好之石板，大面積而較薄               
的石板可用來鋪設屋頂或是地板，較厚的可以用來做為砌石牆之用。 

4. 整平基地：將基地範圍的草全部砍除，新建房屋分成主屋與前庭兩部分，

布農族家屋的室內及庭院有比山間步道路面低下的習慣。 

 

 

 

 

 

 

 

 

 

 

圖片出處：陳世國，2001《布農的家-潭南社區文化傳承系列》，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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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出處：陳世國，2001《布農的家-潭南社區文化傳承系列》，頁 39。 

 

5. 立柱：將砍回來的木頭，依據需要的大小、長度，削成支撐用的柱子與

樑；布農族家屋的木柱與樑，有的用圓木。而大部分是削成長方形斷面

的方柱。主屋的柱子分成三排，第一排柱子前是床鋪的空間，第二排柱

前是起居、吃飯與火灶的空間，第三排柱前是粟倉與父母長輩的床鋪空

間。而工作房與儲藏室是沒有柱子的，其結構依靠外圍的石牆作為承重

牆，架上木樑之後即可將屋頂撐起。布農族家屋的柱子不見得要對齊，

樑的綁紮亦為無規則型態，只要柱子與樑能撐起屋頂即可。 

 

 

 

 

 

 

 

 

 

 

 

圖片出處：陳世國，2001《布農的家-潭南社區文化傳承系列》，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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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架樑：上樑的時間由家中的長者決定，上樑後要殺一隻公雞，將它的血

塗抹於樑上，日後住在這屋內的人身體會像公雞一樣健康。將木樑以卡

楯方式與柱子相嵌，接著在屋脊的地方架上與木樑垂直方向的棟木，然

後依序架上與木樑垂直的桁板，最後在架上與桁板垂直的椽木，屋頂的

架構大致完成。 

 

 

 

 

 

 

 

 

 

 

圖片出處：陳世國，2001《布農的家-潭南社區文化傳承系列》，頁 44、45、86。 

 

7. 蓋頂：布農族家屋在蓋屋頂的程序，會先蓋一層薄檜木片，可以解決下

雨時屋頂的漏水問題，之後再由屋簷至屋脊方向依序交錯疊上薄石板

片。布農族家屋除了正面的大門之外，少有窗戶的開口，有的僅於前牆

開一兩個小窗戶，或是石縫中間洩進來的光線，最主要的就是屋頂的天

窗。在房子前面的屋坡上，會留下兩片可以活動的石板，這在布農族的

社會中有其特殊意義，譬如替幼兒取名的儀式，父母會在天窗下抱著嬰

兒打開天窗叫他的名字，掛上祈求平安健康的項鍊；雨久下不停時，朝

天窗丟出燒豬骨頭以祈求天晴；犯錯的人被懲罰之後，半夜必須從天窗

回家，代表其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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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出處：陳世國，2001《布農的家-潭南社區文化傳承系列》，頁 48、85。 

 

 

 

 

 

 

 

 

圖片出處：陳世國，2001《布農的家-潭南社區文化傳承系列》，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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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築壁：牆壁的疊砌先從最外圍的牆面開始，只留一個通道作為進出之用，

以防止敵人的攻擊以及山林野獸的侵襲；而後面的牆壁則沿著山坡疊

砌，可以阻止坡面鬆落的土石滑下，具有駁坎護坡之效用。所有的牆壁

均是由大小不等的石塊疊砌而成，其中並沒有任何的填充物，所以會有

縫隙的產生，能進入少許的光線。 

 

 

 

 

 

 

 

 

圖片出處：陳世國，2001《布農的家-潭南社區文化傳承系列》，頁 49、51。 

 

9. 建粟倉：粟倉是布農族家屋最神聖的空間，要開始搭建時必須由家中長

者進行祈求神靈的念咒儀式，之後順著家屋屋脊下的中柱以及後方的柱

子四周開始搭起石板牆，並且將地面墊高同時鋪上石板地板，最後在於

石板牆上方放置厚木板做為天花板，同時也能存放物品。 

 

 

 

 

 

 

 

 

圖片出處：陳世國，2001《布農的家-潭南社區文化傳承系列》，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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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修灶：完成粟倉之後，以三顆或四顆適當大小的石塊，分別於起居室的

兩側立於地面上構築火灶，其上可以架上鍋子烹煮食物。布農族傳統火

灶有四石灶與三石灶。在卡社群屋內兩口灶均為人煮食之用，煮豬食的

灶則必須設置於前庭中；亦有另一說，左邊煮人食、右邊煮豬食。舉行

儀式時，右邊灶絕對不能熄火。 

 

 

 

 

 

 

 

 

圖片出處：陳世國，2001《布農的家-潭南社區文化傳承系列》，頁 57。 

 

11. 修床屋：先以木頭將地板墊高，上面鋪上木板做為床鋪，隔著床鋪再以

大塊的木板豎起作為隔屏。 

 

 

 

 

 

 

 

 

 

圖片出處：陳世國，2001《布農的家-潭南社區文化傳承系列》，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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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門：將長木板以木條固定成門板，其中一邊上下突出一細長部分，作

為門樞，並且於門楣與門檻處各鑿出一凹槽，以利門樞之安裝。 

 

 

 

 

 

 

 

 

圖片出處：陳世國，2001《布農的家-潭南社區文化傳承系列》，頁 61、83。 

 

13. 舖地：家屋內的起居室以及戶外的前庭地面，均需鋪上石板。將石板以

鑿子切成矩形，一塊塊鋪設於地面上並且踩踏壓實。沿著前庭的四周以

及房屋前面的牆壁，砌成一圈具有座椅功用的石板矮牆，可以坐於其上

休息。 

 

 

 

 

 

 

 

圖片出處：陳世國，2001《布農的家-潭南社區文化傳承系列》，頁 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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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出處：陳世國，2001《布農的家-潭南社區文化傳承系列》，頁 84。 

 

14. 舉行落成酒宴：村裡來協助幫忙建築家屋的村民，均會受邀來屋主家中

舉行落成酒宴，大家圍著火塘飲酒作樂直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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